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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上市却上新的哈■跑得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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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检查又发威？来邦科技IPO撤单
受限芯片短缺 苹果难高枕无忧

北京商报2021.7.29

暂停IPO申请

哈■暂停IPO的传闻终于有了定论。7

月28日，哈■出行相关人士告诉北京商报

记者，“经过公司管理层慎重考虑，哈■出行

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出声明，要求撤

回此前提交的IPO申请。后续我们会根据国

家监管要求和资本市场环境，适时推进IPO

事宜”。对于为何暂停IPO申请？后续会否寻

求A股或港股上市？哈■相关人士并未给出

答案。

回头看，哈■在4月24日提交招股书，拟

于纳斯达克上市。那时候嘀嗒刚刚更新了招

股书，滴滴还没有上市，3家移动出行上市竞

速好不热闹。

对比招股书，哈■的营收规模介于3家

平台之间，业务互有交叉。2018-2020年，哈

■营收分别是21.14亿元、48.23亿元、60.44

亿元，其中占比超九成的是共享两轮服务。

顺风车业务营收占比逐步上升，其他业务营

收持平。

在时间这个维度，哈■的营收结构和业

务上线先后有直接关联。2016年，哈■在共

享单车风口下入局，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

策略，硬是在摩拜、ofo把持的共享单车市场

撕开了一条口子，并最终成为唯一一家仍在

独立运营的头部共享单车企业。共享单车尘

埃落定后，哈■上线顺风车、网约车……版

图越来越大，如今已经不能再用共享单车企

业定义。

新业务蠢蠢欲动

用哈■执行总裁李开逐的话说，哈■要

做基于出行的普惠生活平台。简单来说，就是

不只做出行平台，还要做出行相关的业务，比

如发布电动两轮车、提供换电服务等，同时哈

■还将酒店预订、到店团购等更多本地生活

业务植入自己的平台。

以基于出行的普惠生活平台为目标，哈

■今年有关新业务的动作密集且多样。比如7

月上旬哈■电动车与天津市宁河区政府达成

合作，将在天津市天宁工业园区投建“两轮电

动车超级工厂”，在上周发布了新款电动车、

共享助力车、“小哈能量站”社区充换电一体

解决方案。

北京商报记者还从哈■相关人士处了解

到，哈■打车在广东9个城市上线之后，近期

在深圳、成都、杭州、厦门、沈阳等全国19个城

市启动车主招募，预计很快会在这些城市陆

续上线。

在资本层面，小哈换电已完成数亿元融

资，计划把资金用在继续投入技术研发和产

品升级迭代，加快城市市场拓展。

继续抢用户

北京商报记者登录哈■App发现，目前

用户可使用的服务包括共享单车、共享助力

车、网约车、顺风车、订门票酒店、跑腿、查地

图等。

“因为新业务开花，哈■的竞争对手早就

不是摩拜，而是滴滴、美团、嘀嗒，哈■和这些

企业都有业务竞争，但是都不能直接对标。”

比达咨询分析师李锦清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和上述平台相比，哈■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后

来者”，从哈■创立至今，这个标签也是它最

明显的特点。

为了在成熟市场分羹，补贴是最常用的

策略。北京商报记者登录哈■App发现，哈■

电动车商城的买车频道共展示了22款车，其

中12款车有以旧换新、助力返现等优惠。订火

车票、门票、酒店等业务也有满减、无门槛券

等优惠。为了吸引用户“尝新”，哈■的同行们

也多采用补贴和新老业务协同的形式建立消

费习惯。

回到暂停上市，李锦清表示，“一般来说，

上市最直接的作用是募资，暂停上市意味着

一条资金获取渠道中断了，但这不意味着堵

住了企业其他的融资渠道”。

北京商报记者 魏蔚

4月递交招股书后，哈啰的上市进程一直备受关注，不过7月28日哈啰相关人士

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已要求撤回IPO申请，后续会适时推进IPO事宜。按照哈啰的计

划，上市募集的资金将用于强化和扩大业务产品、研发等。

创立至今，哈啰以共享单车挑战者的身份入局，到现在将边界伸至网约车、生

活服务、电动两轮车等。因为总是后来者，哈啰采用新老业务协同和补贴的形式，拉

拢更多用户“尝新”。这次从出行平台升级成基于出行的生活平台，对哈啰而言又是

一次考验，成功与否还需要时间观察。

业绩受芯片短缺影响

财报显示，苹果2021财年第三财季

净营收为814.34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同

期的596.85亿美元增长36%，净利润为

217.44亿美元，同比增长93%，超过市

场预期的166.16亿美元。

具体到各大产品线，苹果第三财

季iPhone营收为395.7亿美元，同比增

长49.78%，超出华尔街预计的340.1亿

美元；服务营收为174.8亿美元，同比

增长33%，超出华尔街预计的163.3亿

美元；可穿戴设备、家居及配件营收为

87.6亿美元，同比增长40%，超出华尔

街预计的78亿美元；Mac营收为82.4

亿美元，同比增长16%，超出华尔街预

计的80.7亿美元；iPad营收为73.7亿美

元，同比增长12%，超出华尔街预计的

71.5亿美元。

每年苹果的第三财季，也就是自然

年的二季度，通常来说都是销售淡季，

不过，作为苹果收入的第一大来源，i-

Phone的营收仍然获得了大幅增长。苹

果公司CEO蒂姆·库克透露，这不仅源

自于用户换新，还因为很多安卓用户转

投iPhone阵营，购买了自己的第一部i-

Phone手机，这两种类型的用户数量均

实现了两位数百分比的增长。

从财报中还可以看出，服务板块已

经成为苹果除iPhone外的第二大收入

来源，其收入甚至超过了Mac和iPad两

大业务的收入总和。库克表示，公司平

台上已经有7亿用户，高于上一财季的

6.6亿。

值得关注的还有可穿戴设备、家居

及配件业务，收入同样超过Mac和i-

Pad。至于Mac和iPad业务，苹果公司表

示，Mac营收创出历史同期纪录，iPad

营收创下了近十年来的新高，但增速有

所下降。“芯片短缺给公司营收带来的

影响小于30亿美元。”库克说。

全球下滑至第三

具体到各大区域，苹果第三财季来

自美洲地区的净营收为358.7亿美元，去

年同期为270.18亿美元；欧洲地区净营

收为189.43亿美元，上一财年同期为

141.73亿美元；大中华区的营收为147.6

亿美元，较上一财年同期的93.3亿美元

增长了58.2%；日本地区净营收为64.64

亿美元，上一财年同期为49.66亿美元；

亚太其他地区净营收为53.95亿美元，上

一财年同期为41.99亿美元。

库克强调，中国市场对iPhone12

Pro的反应尤其强烈，但相较而言，美洲

和欧洲仍然是苹果公司排名前二的收

入来源。

虽然从自身来说，iPhone的销量和

业绩均取得了增长，但在排名上，不管

是全球还是中国市场，苹果的情况都不

乐观。

市场研究机构IDC当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今年二季度，在中国手机市场，

vivo出货量为1860万台，市场份额为

23.8%，排名第一；OPPO出货量1650万

台，市场份额21.1%，位列第二；小米出

货量1340万台，市场份额17.2%，位列第

三；苹果出货量860万台，市场份额为

10.9%，位列第四；荣耀首次以独立个体

的身份进入前五，出货量为690万台，市

场份额达到8.9%。

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Canalys公

布的调研数据显示，2021年二季度，小

米以17%的占有率超越苹果排在第二

位，与排在第一位的三星仅有2%的差

距；三星以19%的市场占有率排在第

一；苹果以14%的市场占有率排在第

三；OPPO和vivo以10%的市场占有率

分列第四、第五位。

造成这一结果的因素，一定程度上

或许是由于苹果和小米的受众群体重

合度不高，一个偏向中高端市场，一个

偏向中低端市场，这也是苹果和小米的

手机行业利润占比相差很大的原因。

对于下一财季，苹果公司首席财务

官卢卡·梅斯特里预计，第四财季营收

将实现两位数百分比的增长，但增速将

较第三财季放缓，主要受汇率变动、i-

Phone和iPad供应受限以及服务业务增

速放缓的影响。

不出意外的话，苹果将于下个季度

举办秋季发布会，预计新一代iPhone的

上市，将会再次带动一轮苹果手机的换

机潮。北京商报记者就具体的发布会时

间采访了苹果中国方面，但截至发稿，

对方未给出回复。

从苹果这几个财季的业绩看来，这

家公司似乎并没有像此前很多业内人

士预料得那样走下坡路，反而业绩屡创

新高。“苹果产品的口碑和苹果用户的

忠诚度还是相对比较高的，但小米、

OPPO和vivo等中国品牌都在试图夺取

华为留下的这一片市场空白，苹果要想

保持目前的地位，一刻都不能松懈。”产

业观察家洪仕斌分析道。

北京商报记者 石飞月

北京商报讯（记者 刘凤茹）被抽中现场检查
的拟IPO企业中，又有企业打了“退堂鼓”。7月28

日晚间，深交所官网信息显示，来邦科技IPO已变

更为终止状态。

来邦科技IPO终止早有信号。来邦科技于

2021年7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终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

案》，拟终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的申请。

据了解，来邦科技于2016年4月20日在新三

板挂牌，是一家专业从事以音视频技术为核心的

信息交互系统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业务

企业。不甘心在新三板挂牌的来邦科技，在注册

制背景下瞄准创业板。

今年6月16日，来邦科技通过保荐机构东北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刚刚向深交所提交了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6月23日公司收到

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来邦科技股份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通知》。

然而，备战IPO一个月的时间，来邦科技就主

动撤单了。撤单的具体原因是什么？来邦科技董

秘戴露军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相

关信息我们在新三板进行了公告，以披露的公告

为准，其他的我们不方便公开”。来邦科技对于撤

单的官方公告内容为“因公司发展战略调整”。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中国证券业协会披露

的最新一轮的首发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抽查名单

中，来邦科技也在列。而前不久，同样被抽中检查

的上海醉清风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卡恩

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相继撤单。撤单背后是否

与现场检查有关？戴露军表示，“主要还是公告的

战略调整这个原因”。

被问及现场检查的具体情况时，戴露军仅表

示，“这个证监会那边有具体的安排，具体的话可

以关注相关信息，我这边不方便透露相关信息”。

从披露的招股书来看，来邦科技是典型的家

族式企业。

招股书显示，来邦科技的实际控制人为潘晓

亭、杨小玲夫妇。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日，潘晓

亭直接持有公司4911万股，持股比例为70.89%；

杨小玲直接持有公司330万股，持股比例为

4.76%，两人合计直接持有公司5241万股，合计持

股比例为75.65%。此外，潘晓亭通过恒融聚创间

接持有公司1.37%的股份。

通过查询来邦科技招股书发现，来邦科技的

自然人股东中，不少股东均为潘晓亭、杨小玲夫

妇的自家人。截至招股书签署之日，来邦科技的

前十名自然人股东中，戴方为单一持股的第三大

自然人股东，直接持有来邦科技的265.73万股股

份，持股比例为3.84%。戴方与潘晓亭系堂兄弟关

系，目前系来邦科技的采购部经理。

潘晓艾直接持有来邦科技2.89%的股份，目

前在来邦科技担任市场推广专员之职，潘晓艾与

潘晓亭系兄妹关系。潘晓亭与潘小明系兄弟关

系，潘小明直接持有来邦科技1.44%的股份，与潘

莉并列同为来邦科技单一持股的第四大自然人

股东。潘小明则为来邦科技的董事、品牌运营总

监，潘莉系潘晓亭与杨小玲之女，目前潘莉未在

公司任职。同样未在来邦科技任职的杨亚清直接

持有1.15%的股份，杨小玲与杨亚清系姐弟关系。

一定意义上，若来邦科技能够上市，潘晓亭、

杨小玲家族将坐享资本盛宴。不过，在独立经济学

家王赤坤看来，一股独大不利于公司形成有效决

策，也不利于形成有效公司治理。投融资专家许小

恒亦表示，如实际控制人利用其控制地位，对公司

发展战略、生产经营决策、利润分配和人事安排等

重大事项实施不当影响或侵占公司利益，将存在

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风险。

伴随来邦科技的IPO终止，潘晓亭、杨小玲家

族欲通过A股造富的梦想破碎。谈及后续是否有继续

IPO的打算时，戴露军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这个我们

会综合考虑的，未来上市还要根据公司这边的情形

来看。如果有这方面计划的话，会有公告出来”。

递交申报稿之后，来邦科技应收账款逐年增

长的情形也受到了关注。

招股书显示，2018-2020年各报告期期末，

来邦科技的总体资产规模分别为30709.84万元、

33749.49万元和36182.55万元，呈上升趋势，

2019年末和2020年末分别较上年末增长9.9%和

7.21%。来邦科技表示，资产增长主要是因货币资

金、应收账款、存货等流动资产增长所致。

具体来看，2018-2020年，来邦科技的应收

账款分别为1685.37万元、2059.16万元、4168.23

万元，占各期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8.18%、

8.48%、15.55%，占各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8.56%、9.82%与18.64%，呈逐年增长趋势。

在许小恒看来，如果未来主要客户经营情况

发生变动，公司可能面临应收账款无法收回的风

险，将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扩大和收入增长，未来存

货余额可能进一步扩大。存货余额较大将会占用

公司较多的流动资金，可能影响公司的资金使用

效率。同时，如果原材料和主要产品价格发生较大

波动，公司存货存在一定的跌价风险，进而影响公

司的经营业绩。”来邦科技在招股书中坦言。

Market�focus
关注

（信息来源：哈啰出行官网）

哈■出行

发展历程

2016年

投放共享单车Hellobike1.0

2017年

Hellobike向哈罗
单车过渡，注册用
户近4600万人次

2018年 哈罗单车更名哈啰出行，
哈啰助力车上线

2019年

哈啰顺风车上线，
哈啰出行与蚂蚁、宁德
时代共建两轮能源网
络，换电业务落地

2020年

哈啰打车在广东中
山市上线， 合资公
司换电业务启用
“小哈换电”品牌

2021年

哈啰出行发布电动两轮车、VVS-
MART超连网车机系统， 上线酒
店预订服务以及到店服务

2019年 2020年2018年 （数据来源：招股书）

2018-2020年

哈■出行营收

（单位：亿元）

21.14 48.23 60.44

苹果公司又交出一份漂亮的成绩单。7月28日， 据苹果公司公布的2021财年第三财季财

报，其营收和净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毛利率更是达到43.3%，除了Mac和iPad的增速因为芯片

问题有所下降，其他产品线都实现了强劲增长。有分析认为，iPhone�12系列带来的换机周期还

未结束，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华为手机留下的空白，下个季度新一代iPhone的上市可能还会延续

这种态势，但小米二季度的反超也为苹果敲响了警钟，手机市场的竞争压力并没有因为华为缺

失的那一部分而减弱。


